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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COVID-19 tally surpasses 24 million 
with 343,144 new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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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LHI, May 14 (Xinhua) 
-- India’s COVID-19 tally crossed 
24 million, reaching 24,046,809, on 
Friday with 343,144 new cases regis-
tered in the past 24 hours, the health 
ministry said.

The death toll increased to 262,317 
with 4,000 more deaths since Thurs-
day morning.

There are still 3,704,893 active 
cases in the country, a decrease of 
5,632 in the past 24 hours. A total of 
20,079,599 people have been 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s so far.

The COVID-19 figures continue to 
peak in India but the government 
has ruled out a nationwide complete 
lockdown, although many states have 
imposed night curfews and partial 
or complete lockdowns. The capital 
Delhi has been put under a third suc-
cessive lockdown till May 17.

India kicked off the nationwide vac-
cination drive on Jan. 16. So far over 
179 million vaccination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across the country.

Meanwhil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ramped up COVID-19 testing 
facilities, as 311,324,100 tests have 
been conducted till Thursday, out of 
which 1,875,515 tests were conduct-
ed on Thursday alone, said the latest 
data issued by the 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 (ICMR) on Friday.

Principal Scientific Advisor to India’s 
Federal Government K. Vijay Ragha-
van had recently stated that a third 
COVID-19 wave was “inevitable” in 
the country. 

UN Security 
Council to hold 
open meeting on 
Israeli-Palestin-
ian tensions
TEHRAN, May 1 (Xinhua) -- The Iranian police 
dismantled a gang involved in online weapons 
trade, a police commander said on Saturday.

Qassem Rezaee,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police, 
said that all the weapon traders were arrested with-
in less than two weeks after being detected.

All the weapons put up for sale by the gang are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muggled into Iran 
from Turkey, Rezaee was quoted as saying by Tas-
nim News Agency. 

India's COVID-19 tally crossed 
24 million, reaching 24,046,809, 
on Friday with 343,144 new cas-
es registered in the past 24 hours, 
the health ministr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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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n explosion is seen midair as Israel’s Iron Dome anti-missile system inter-
cepts a rocket launched from the Gaza Strip, as seen from near Sderot, Israel. 
REUTERS/Amir Cohen

Indonesian Muslims attend a mass prayer session at Gunung Labu field as Mount Kerinci Vol-
cano is seen in the background during Eid al-Fitr, marking the end of the holy fasting month of 
Ramadan, in West Kayu Aro, Kerinci, Jambi province, Indonesia. Antara Foto/Wahdi Septiawa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laugh as they leave after speaking 
about the coronavirus response and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from the Rose Garden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Kevin Lamarque

Family members of Vijay Raju,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
rus, mourn before his cremation 
at a crematorium ground in 
Giddenahalli village on the 
outskirts of Bengaluru, India. 
REUTERS/Samuel Rajkumar

An Israeli soldier carries 
an artillery shell in a field 
next to his artillery unit 
near the border between Is-
rael and the Gaza Strip, on 
its Israeli side. REUTERS/
Amir Cohen

A woman prays next to the 
carcasses of elephants that 
according to the forest officials 
possibly died because of a light-
ning strike, on the foothills of 
the Kundoli reserve forest area 
in Nagaon district in the north-
eastern state of Assam, India. 
REUTERS/Anuwar Hazarika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CDC announced today
that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
cinated against COVID-19
generally don’t need to wear
a mask or practice social dis-
tancing inside or outside. This
action mean we are one step
closer to returning to normal.
But Dr. Fauci said he doesn’
t want to declare victory pre-
maturely, but he stressed
that, “This is clearly a
step in the direction that we
wanted to go.”

According to the CDC, to
date, only 35.4% of all Ameri-
cans have been fully vacci-
nated.

CVS pharmacies will begin
administering the Pfizer vac-
cine to people as young as 12
years of age beginning today.
Teens should get their vac-
cines as soon as possible,
even at the same time as rou-
tine childhood vaccinations.

We are so glad our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but we are
also so very worried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India. So
many people are hopeless
there. They don’t have vac-
cines or medicines to come to
their rescue. This is very sad
for a country such as India
where the leader just could
not manage the crisis at all.

We are urging President
Biden to give more help to In-
dia as soon as possible.

0505//1414//20212021

Vaccines Are ReallyVaccines Are Really
Working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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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merica’s battl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s 
going great.
The big pictu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nobody needs to cherry-pick some 
misleading data to make it seem like things 
are going well, and the good news doesn’t 
need an endless list of caveats, either. It’s 
just really good news. We’re winning. Be 
happy.
By the numbers: The U.S. averaged fewer 
than 40,000 new case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 That’s a 21% improvement over the week 
before, and the first time the daily average 
has dipped below 40,000 since September 
— eight months ago.
• New cases declined last week in 37 states. 

Not a single state mov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Deaths from the coronavirus are at their 
lowest level since last July — about 600 

per day, on average, per the AP, and may 
soon hit their lowest point of the entire 
pandemic. Nationally, hospitalization 
rates are also falling significantly.
The U.S. is finally winning its battle 
against COVID-19 thanks almost exclu-
sively to one weapon: the vaccines.
• More than 107 million Americans have 
gotten both doses of either the Pfizer or 
Moderna vaccines, and the vaccination 
drive in the U.S. has been underway for 
nearly six months. All of that real-world 
experience has confirmed that the vac-
cines are highly effective, and it has pro-
duced no new safety concerns.
• 99.7% of hospitalized coronavirus pa-
tients are unvaccinated, the Cleveland 
Clinic said this week — more real-world 
evidence that the vaccines prevent the 
type of serious infections that were kill-
ing over 3,000 Americans per day just a 
few months ago.

What’s next: Almost 60% of American 
adults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shot, and 
roughly 45% are fully vaccinated. The 
next step: vaxxing the 12- to 15-year-
olds.
• Demand seems to be slowing, but 
continuing to get more shots into more 
arms is essential to cementing America’s 
progress — and the safe return to work, 
school, restaurants and travel that can 
come with it.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Coronavirus Overview 
For May 15, 2021

Health: Study: Over 99% of hospital-
ized COVID-19 patients were not vacci-
nated — Fall and winter COVID surge 
“unlikely” if people get vaccinated. 
1.Politics: School boards are the next po-
litical battleground — Pelosi says mem-
bers can remove masks when addressing 
the House.

2.Vaccines: “No evidence” that adapting 
vaccine to variants is necessary, BioNTech 
says — CDC panel endorses Pfizer vaccine 
for 12- to 15-year-olds — Novavax behind 
on manufacturing, dealing blow to global 
vaccination efforts.
3.Economy: The states ending federal pan-
demic unemployment benefits early.
4.World: Montana to give COVID-19 vac-
cines to Canadian truck drivers — Asia fac-
es massive new COVID surge.
5.Variant tracker: Where different strains 
are spreading.
Cases Counts:
1.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8:15 
p.m. ET on Wednesday: 160,046,937— To-
tal deaths: 3,326,124 — Total vaccine doses 
administered: 1,352,123,277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Top Countries Reported By Case Count
1.U.S.31.86m 2.India15.93m 3.Bra-
zil14.12m 4.France5.44m 5..Russia4.67m 
6.Turkey4.45m 7.U.K.4.41m 8.Italy3.90m 
9.Spain3.45m 10.Germany3.22m  11.Ar-
gentina2.77m 12.Poland2.72m 13.Colom-
bia2.70m 14.Mexico2.32m 15.Iran2.31m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8:15 
p.m. ET on Wednesday: 32,813,656 — Total 
deaths: 583,646 — Total tests: 446,863,658.
Globally By The Numbers
Globally,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over 
3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The U.S.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death toll 
and case count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th nearly 210,800 fatalities and almost 7.5 
million infections — with President Trump 
among those being treated for the virus.
•Brazil has repor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 near-
ly 147,500. India has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cases (almost 6.7 million).

What’s happen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that Europe is experi-
encing “rising COVID-19 fatigue” as cas-
es increase across the continent. “Despite 
the hardships, COVID-19 is urging us to 
move beyond biomedical science,” the 
WHO said.
•Ireland’s government has rejected health 
experts’ advice to return the country to a 
“full lockdown” despite rising infection 
numbers, the Guardian reports.
•France’s Prime Minister Jean Castex said 
bars in Paris will close for two weeks from 
Tuesday as part of new measur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er the EU Observer.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merica Is Finally Winning Its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ata: CS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p: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COMMUNIT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commends that the Pfizer COVID-19 vaccine 
be given to adolescents ages 12-15.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issued a state-
ment saying, “The CDC now recommends the 
vaccine be used among this population, and pro-
viders may begin vaccinating them right away.”
An independent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Wednesday had voted — 14 in favor with one re-
cusal — to recommend that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be quickly approved for those as young 
as 12.
Making younger people eligible could open a 
new front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many 
states follow the recommendation.
Previously, COVID-19 vaccines in the U.S. had 
been authorized only for people age 16 and old-
er. Pfizer is the first vaccine manufacturer to gai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younger Ameri-
cans after it demonstrated in a March clinical trial 
that its vaccine was 100%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COVID-19 in study participants who were ages 
12 to 15. 
“We’re ready,” President Biden said in an address 
Wednesday afternoon. “This new population is 

going to find the vaccine rollout fast and ef-
ficient. As of tomorrow, more than 15,000 
pharmacies across this country will be ready 
to vaccinate this age group.”
While publicly waiting for the CDC and 
FDA authorization process to play ou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egan quietly laying the 
groundwork to immediately roll out vaccines 
to adolescents.

That included aggressively working to sign up 
pediatricians and family practitioners to begin 
administering doses to their patients, making 
sure pharmacies are ready to serve younger 
patients and reaching out to Medicaid provid-
ers, since 40% of the nation’s children are in-
sured through th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Notably, a White House official tells NPR,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make sure small-
er packages of Pfizer vaccines get to doc-
tors’ offices as soon as they become avail-
able. This has been a significant obstacle, 
since the Pfizer vaccine is currently deliv-
ered just in packages holding nearly 1,200 
doses, more than many private practitioners 
can handle. Pfizer has said it plans to begin 
shipping smaller packages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s summer winds down, there will be an 
additional back-to-school push to reach 
young people before they return to class-
rooms.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work to 
have COVID-19 vaccines offered as part of 
annual physicals and sports physicals that 
kids and teens are often required to get be-
fore school starts.

Panel finds studies support use of the vac-
cine in adolescents
During a meeting lasting nearly four hours, 
the advisory committee heard details of 
studies showing the vaccine prevented 
COVID-19 in more than 1,000 adolescents 
in the age range, while 16 cases occurred in 
those who got a placebo. No serious side ef-
fects were reporte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CDC and the independent advisers on 
the committee, said the vaccine will further 
help contro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the U.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typically 
follow the U.S. lead. Data presented by the 
CDC showed that about 20% of COVID-19 
cases in the U.S. have bee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17 years of age and younger.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endorsed 
the move in a statement read during the meet-
ing.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that al-
lows us to protect a large population of children 
and help them regain their lives after a really 
rough year,” said AAP President Lee Savio 
Beers. “As a pediatrician and a parent, I have 
looked forward to getting my own children and 
patients vaccinated, and I am thrilled that those 
ages 12 and older can now be protected. The 
data continue to show that this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 urge all parents to call their pe-
diatrician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o get their 
children and teens vaccinated.”
Comments from the public during an open ses-
sion included questions of whether the relative-
ly low risk of serious COVID-19 complications 
in children justifies the use of the vaccine in this 
age group before more studies are performed.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Texas Announces Pfizer Vaccine 
Now Available To Adolescents 

As Young As 12 Years Old
Key Points

Parental consent is required for vaccinating 
children in this age group, either orally or in 
writing, though the guardian does not neces-

sarily need to be present for the shot itself. 
Texans as young as 12 years old can soon start 
getting the Pfizer vaccine for COVID-19 im-
munization, state officials announced Thursday.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advised providers that the vaccine can be ad-
ministered to adolescents age 12 to 15 years 
old, in line with federal guidance.
“While children are less likely than adults to 

be hospitalized or die from COVID-19, they can 
b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and spread infection 
in their homes and communities,” said Imelda 
Garcia, DSHS associate commissioner for labo-
r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services and chair 
of the state’s Expert Vaccine Allocation Panel, in 
a letter to vaccine providers. “DSHS believes that 
promptly vaccinating the adolescents in this age 
group is another valuable tool that will help e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have a 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schools being open for class-
room learning.”
Parental consent is required for vaccinating chil-
dren in this age group, either orally or in writing, 
though the guardian does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present for the shot itself. Garcia said at this 
point, the state has no intention of making the 
COVID-19 vaccine mandatory for school atten-
dance for the coming fall term.

Census estimates show up to 1.7 million addi-
tional Texans could be vaccinated under this new 
change, Garcia said during a Thursday press con-
ference, but state officials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 16 and 17 year-olds to get the shot as well. 
The state has s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fizer 
dose requests from providers this week to pre-
pare for demand, Garcia sai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d 
the shot for adolescents on Monday, an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vaccinators are required to follow those recom-
mendation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aid it will 
be working with state officials to supply vaccines 
and make sure pediatricians and family doctors 
enroll to be providers.
Experts estimate 75% to 90% of Texas’ popula-
tion, which skews younger, needs to be vaccinat-
ed to reach herd immunity. As of now, about 40% 
of all Texans 16 and older have been fully vac-
cinated. Only 29% of 16- to 49-year-olds have 
been fully vaccinated, despite that age group 
making up about half the state’s population. Out 
of 49,527 COVID-19 deaths in Texas, 52 have 
been people younger than 20, according to DSHS 
data. (Courtesy texastribune.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DC Says Kids As Young As 12 Should 
Get The Pfizer COVID-19 Vaccine

A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vial and syringe. An advisory panel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recommended that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be 
administered to children ages 12 to 15. (Photo/Jaap Arriens/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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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每次提到美国基建“落后”，人们总会用国

际大都市纽约举例子，毕竟，不少慕名而来的游

客都曾被这里的公共设施吓得大跌眼镜。

早高峰的纽约地铁，时常有老鼠钻进车厢，

搅起“惊天巨浪”。女士们边尖叫边逃窜，肌肉

猛男也吓得花枝招展，直接蹦上座椅。更多人则

是见怪不怪，看戏似地盯着慌乱的人群。

在公认的最差纽约地铁站Chambers Street站，

地上、墙上、天花板上到处流淌着各种颜色的不

明液体，轨道里全是垃圾，空气中则弥漫着尿臊

与旧电线发热的陈旧味道。

在这里坐地铁，每个人都要向上天祈求，保

佑自己不要跌倒。

机场也没有好到哪里。纽约市三大机场之一

的拉瓜迪亚机场，天花板经常漏水，数量不足的

座椅也是黏黏糊糊。餐饮设施几乎为零，工作人

员则一脸冷漠，消极怠工。

201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就为这座机场

献上实力吐槽，“如果蒙着眼睛来到拉瓜迪亚机

场，你一定以为自己是在哪个第三世界国家”。

自此，“第三世界”便成为了拉瓜迪亚机场常年

甩不掉的标签。

道路同样差强人意。由于车流巨大，街道十

分容易损坏，一些路段甚至可以用“凹凸不平”

、“崎岖难行”来形容。

总之，在纽约开车，从来都不会容易，需要

巨大耐心。

最繁华的城市尚且如此，更别提其他经济略

差的地区了。

基建界权威——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每4年

都会为本国的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并打分。分数从

“A”到“F”分为5大类，代表了“卓越、适合

未来发展的”到“不可接受、暗示衰退”之间的

所有范围。

2021年，针对17大类别，该学会为美国基建

打出“C-”评级。其中，铁路得分最高，为“B”,

大众捷运系统得分最低，仅为“D-”，还有11个

类别得分是“D”。

“美国很多道路、桥梁、机场、水坝、防洪

提和饮水系统年久失修，处于‘平庸’状况，它

们亟需联邦政府资金以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应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恶劣影响。”

除了威胁民众安全和扰乱生活秩序，基建设

施差同样会造成“看不见”的巨额经济损失。

下穿哈德逊河的“北河隧道”，是唯一将纽约

和全国铁路网连接起来的铁路通道和经济命脉。

这条年久失修的隧道每发生一次故障，就相

当于切断了全美GDP第一的纽约市与外界的联系

，最严重的情况下，间接影响范围可涉及全国

GDP的20%。

美国最主要的出口港南路易斯安那港，因为

缺少资金，常年无法清理海底淤积，这意味着水

位越来越浅，能承载的货船吨位也在逐年减少。

据悉，水深每下降30厘米，就会带来100万美

元的商业损失。

根据ABC新闻报道，纽约市和新泽西北部的

司机，每人每年平均要为因破旧道路造成的损坏

花费2800美元。

地铁故障的连带反应、桥梁封锁汽车绕路的

油费、防洪堤损坏造成的破坏，这些都是钱。

美国基建为何这么差？

今日美国基建“落后”，正因为其“先发

”——大多完成于一战和二战后。设施老旧，再加

上缺少资金维护，才导致了目前的“平庸”水平。

只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发达的国家

之一，美国连维护公共设施的钱都拿不出来吗？

情况很复杂，但大体可以归咎于两点原因：

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管理。

在美国，不论是在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层面

，用于基建的预算主要来自税收。

对待税收的态度，两党一直不同，比如共和

党，向来反对任何的加税计划。为了让提案在国

会得到通过，基建预算也经常因此缩水。

此外，考虑到工程规模，基建建设动辄需要

多年时间，“横跨”几任政府。这个过程中，如

果权力在两党之间交换，政府治国的意识形态发

生变化，基建建设便有“脱轨”风险。

今天把钱花在这里，明天把钱花在那里，导

致美国基建整体上并未有太大改善。

其次便是管理问题。如今，民间资本介入基

建建设已是常态，但政府的管理失职经常让投资

者望而却步。

以位于密苏里州的兰伯特· 圣路易斯国际机场

为例。20世纪20年代刚建成时，它是世界上第一

个拥有航空管制系统的机场——主要靠空管向机

长挥旗子。

有现代航空传奇英雄之称的查尔斯· 林德伯格

，在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不着陆横跨大西洋的飞

行前，也频繁在这里执飞“邮件航班”。

当年航空业璀璨的新星如今早已变得老旧、

破败。

因此，2017年，兰伯特· 圣路易斯国际机场加

入了一个试验性的私有化项目，希望由资本购买

、接手、重修机场，改为市场化运营，以此缓解

公共财政压力

——这也是时任总统特朗普改善美国基础设

施的主要模式。根据媒体透露，2019年时，已经

有18家公司提出竞标。

事情忽然发生转折。2019年底，圣路易斯市

市长突然决定中断机场的私有化进程，投资者已

经花出去的数千万美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最后就连特朗普都调侃道，美国基建招商就

像“路茜和查理”。他们是漫画“史努比”里的

角色，每次路茜都给查理递足球，等到查理刚要

踢就迅速收走，害得对方摔一跤。

很明显，路茜是政府，查理是投资人，足球

则是基建。

就算项目继续进行下去，也问题重重。

不少专家指出，政府在很多项目中都缺乏正

确推进项目的能力和意愿——重大项目的背后总

是缺少详细的开销明细，失衡的奖励机制和监管

不力经常导致成本膨胀，预算超支。投资人能获

得利润越来越少。

基础设施投资顾问乔治· 因德斯特就批评道，

“政府的项目大多都过于昂贵、不透明、缓慢和

僵化，于是便把投资者赶跑了。”

面对美国问题重重的基础建设，3月31日，拜

登宣布了一项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建设一揽子计划”，旨在“重建美国的美好年代

”。

根据计划明细，未来8年，美国将投资6210亿

美元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修复和更新高速公路、

桥梁、港口、机场、轨道等公共交通设施。

拜登还提议投资5800亿美元用于振兴制造业

、研发创新与劳动技能培训，4000亿美元用于改

善老弱病残护理服务，1000亿美元用于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

其他资金将投入住房改善、学校设施更新、

电网基础设施改造、清洁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等领

域。

前面有说到，由于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投资风

险越来越大、回报率越来越小，民间资本不愿意涉

足。那么这次拜登的“两万亿”要从哪里来呢？

答案就是税费。

拜登公布基建计划的同时，提议将联邦企业

所得税从目前的21%上调至28%，大幅逆转了特朗

普政府2017年出台的大规模减税法案。

当时，美国将联邦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至了

21%。

提议一出，立刻遭到美国商界的强烈反对。

代表超过300万家美国企业的美国商会行政副

总裁尼尔· 布拉德利发表声明，指责拜登的基建融

资方案“危险且具有误导性”，将令美国经济复

苏放缓并降低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基石宏观咨询公司分析师唐纳德· 施耐德也测

算，除去日后产生的效益，基建计划仍会导致美

国财政赤字累计增加约5000亿美元。

考虑到民主党目前在参、众两院都占有优势

地位，倘若拜登想让基建法案在国会“强势通过

”，理论上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这“两万亿”最终能否改善美国的基础建设

状态，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纽约地铁里的耗子问

题，能被治理好吗？这一切，还需要时间来回答。

两万亿，投入美国基建够吗？

大桥倒塌的时候，正值晚高峰

，桥上挤满了往家赶的汽车。

那是2007年8月1日，位于美

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I-35W密西

西比河”大桥上，车流缓缓移动，

很多人都等着和亲人共享晚餐。

18点 05分左右，桥体发出钢

筋碰撞的巨响，随即，桥梁开始从

南端崩塌，100多辆汽车像石子一

样，随着柏油桥面和钢桁结构由35

米高空砸入水面。

这座建于1967年，明尼苏达州

第三繁忙的桥梁，顷刻之间消失不

见。

经查，事故最终共造成13人死

亡，145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严重的桥梁坍塌事故之一。

人们还未从伤痛中走出，15天

后，另一座位于华盛顿州奥克维尔

市附近的桥梁，也因一辆重型货车

的碾压轰然倒塌。

尽管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

半个月内连续两座桥梁出事，让美

国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美国的

基础设施建设，也许并不好。

这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在美国土

木工程师学会得到印证。该协会每

4年会为美国的基建设施状况打出

评分。

以桥梁为例，在2021年3月的

最新报告中，该分类只得到“C”

评级，这意味着美国的61.7万座桥

梁总体只处于“平庸”状况。

分数位于平均线下的4.6万座

桥梁甚至存在“结构性缺陷”，如

果情况再度恶化，不排除有坍塌风

险。

加上公路、铁路、能源、水坝

等分类，美国基建总体水平更差，

只有“C-”水平。

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一项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

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旨在升级

该国现有的基建设施，刺激经济和

创造就业。

为了争取国内不同党派的支持

，他还用“劲敌”中国做比例尺，

说中国对基建的投资是美国的3倍

（后经证实其实应为10倍）。

拜登的“两万亿”能在国会

通过并且奏效吗？考虑到前几任

政府的类似提议，舆论普遍持保

守态度。

世界各地网友则纳闷道，作为

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怎么连修

路、修桥的钱都拿不出来？全球媒

体也开始“吃瓜”，看这次拜登能

不能解决本国的“infrastruggles”

（基建困局）。

很难相信这样坑洼的马路出现在纽约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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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斯米克森向外媒《Collider

》表示：「假如我的表演是複製

別人的東西，沒有人會有興趣的

，尤其這個角色曾經被詮釋過、

對方已經很能掌握角色的情況，

那會立刻抹殺了表演上的創意，

因此大家期望我們能夠找到一條

不同的路線。」話雖如此，但他

也會找到強尼戴普過去詮釋的與

自己即將詮釋的方向找到一個橋

樑串連起來，包括某些外表特徵

或是某些情況下的態度表現，

「但是你必須先做好你自己，否

則只是顯得表演有些笨拙。」

至於是什麼原因吸引演出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續

集？邁斯米克森透露：「我是

《哈利波特》系列的忠實粉絲，

這是在我這個世界無法接觸到的

一塊領域。你在丹麥是沒辦法接

觸這樣大製作的電影，所以當這

種機會到我的身邊時，那是一個

魔幻的機會。」

雖然強尼戴普遭到換角，不

過據說他在換角前已在《怪獸與

葛林戴華德的罪行》續集拍攝了

一個場景的戲分，而好萊塢大明

星通常會簽署「保障合約」，且

合約中也沒有「道德條款」，因

此仍有拿到先前所談好的上千萬

美金（超過3億台幣）的片酬。

片中飾演「鄧不利多」的裘德洛

（Jude Law）針對換角一事表示

，因涉及層面太廣，僅能尊重製

作方，演戲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續集為J.K.羅琳魔法世界全新篇

章五部曲中的第3部，由導演大衛

葉慈（David Yates）回歸執導、J.

K.羅琳擔任編劇，卡司包括「紐

特斯卡曼德」艾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蒂娜金坦」凱薩

琳沃特斯頓、「雅各科沃斯基」

丹富勒（Dan Fogler）以及「鄧不

利多」裘德洛（Jude Law）等人

回歸演出，「葛林戴華德」則是

由邁斯米克森擔綱演出。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續集暫定於2022年7月15日上

映。

好萊塢巨星強尼
戴普（Johnny Depp）與前

妻安珀赫德（Amber Heard）家暴
訴訟事件之後成為法院認證過的 「會

家暴的男人」 ，整個影響事業！去年在片
商華納兄弟的要求之下，強哥請辭《怪獸與
葛林戴華德的罪行》續集（暫譯，Fantastic
Beasts 3）的演出。而取代飾演 「葛林戴華德
」 一角的正是 「丹麥一哥」 、曾演出過《007
首部曲：皇家夜總會》的丹麥男星邁斯米
克森（Mads Mikkelsen）。一哥坦言將

拒絕完全複製強尼戴普的演出方式
，而是要試著用自己的方式接

近角色為當務之急。

《怪獸3》邁斯米克森接替葛林戴華德曝心聲

拒絕複製強尼戴普！

由艾蜜莉布朗（Emily Blunt）和導演約

翰卡拉辛斯基（John Krasinski）夫妻檔主演

的驚悚電影《噤界》，在2018年推出後大受

歡迎。續集《噤界II》原訂去年3月上映，

但受到疫情影響不斷延期，不過期待已久的

觀眾終於等到了：《噤界II》釋出最終版預

告，台灣確定將在6月9日上映！

《噤界II》仍由約翰卡拉辛斯基擔任編

劇、製片和導演，與好萊塢名導麥可貝

（Michael Bay）共同擔任監製 ，原班人馬

艾蜜莉布朗、諾亞朱佩（Noah Jupe）、米莉

森辛蒙斯（Millicent Simmonds）原班人馬皆

會回歸，還有新加入的卡司席尼墨菲（Cil-

lian Murphy）和吉蒙韓蘇（Djimon Hounsou

）會在片中扮演關鍵角色。

終極預告中，可見到上集壯烈犧牲的約

翰卡拉辛斯基再度現身，交代怪物侵襲人類

家園的開端，以及阿伯特一家人如何躲避了

怪物的獵殺，怪物起源之謎有望在續集中獲

得解答。而另外一條故事線則將接續《噤界

》結尾，在家中發生致命事件之後，艾蜜莉

布朗一家人為了存活，必須踏出安全區域，

前往面對未知的外在恐怖世界，她不只再度

與駭人怪物正面交鋒，也將與僅存的人類相

遇，並發現怪物並不是他們唯一的威脅。

導演約翰卡拉辛斯基在受訪時透露，艾

蜜莉布朗最初對於演出續集充滿疑慮，還一

度傾向不參與拍攝，但她後來被續集電影的

故事走向深深吸引，甚至自薦說：「我絕對

要演出這部續集電影！」艾蜜莉布朗也表示

：「我和約翰都很想繼續探索這個故事，如

果《噤界》是以大膽創新的手法，呈現出許

多新手家長的心情和感覺，《噤界II》則是

探索身為一個家長，為了保護小孩迎向未知

世界時不受到危險威脅，願意做出多大的犧

牲。」

約翰卡拉辛斯基也說：「《噤界II》有

上一集讓全球觀眾著迷的所有元素，但是主

角一家人往外踏出的每一步，對我們來說都

是全新的一步，比起上一集會更加刺激！他

們一家人在上集中失去了賴以生活的伎倆，

他們第一次必須依賴其他人的幫助。這是他

們的人生中最可怕的時刻，但也是一場會令

人看得驚險萬分的冒險旅程。」

比上一集更刺激！
《噤界II》最終預告導演aka男主角現身

其實Lady Gaga 這段時間在

義大利拍攝《House of Gucci》並

不容易，首先她得先面對疫情的

挑戰，更沒想到的是，當她千里

迢迢飛去義大利後，美國那頭他

的2隻愛犬居然被持槍搶匪綁架

，更慘的是她的專屬遛狗人萊恩

費雪（Ryan Fischer）還遭到攻擊

受傷，讓遠在他鄉的Lady Gaga

更感心力交瘁，幸好狗狗最後都

平安無事找回，萊恩費雪也脫離

險境，日漸好轉。

如今《House of Gucci》終於

拍完，Lady Gaga應該迫不及待

回到美國與心愛的家人與狗狗團

聚，但要離開前總是離情依依，

她在ig和Twitter都發文慶祝電影

殺青，還有外媒拍到她雙眼紅腫

，似乎是不捨劇組而哭了，離開

飯店前，她也捧著黃色的鬱金香

送給在外守候的粉絲。

《House of Gucci》改編自古

馳家族的真人真事，由好萊塢大

導演雷利史考特執導，並由La-

dy Gaga、亞當崔佛（Adam Driv-

er）、「教父」艾爾 · 帕西諾

（Al Pacino）及「小丑」傑瑞德

雷托（Jared Leto）主演。亞當崔

佛 飾 演 古 馳 創 辦 人 的 孫 子

Maurizio Gucci，而 Lady Gaga 則

飾演她的前妻Patrizia Reggiani，

因為嫉妒前夫再婚，深怕自己失

去在時尚圈中的地位，因此找了

槍手、謀殺親夫。

電影中更有英國實力派演員

傑瑞米· 艾恩斯 (Jeremy Irons)將

飾演Maurizio的父親Rodolfo Guc-

ci，艾爾· 帕西諾飾演Gucci第二

代長子Aldo Gucci，傑瑞德雷托

則演出他的兒子 Paulo Gucci。

《House of Gucci》預計於今年

11月 24日上映，看來不只Lady

Gaga有望預約明年的奧斯卡影后

入圍席次，與這些金獎等級演員

飆戲，想必電影明年初將能收穫

這大電影獎的好成績。

Lady Gaga買兇殺夫

《Gucci》義大利豪門血案殺青

女神卡卡 Lady Gaga 終
於 在 義 大 利 拍 完 新 片
《House of Gucci》（暫譯
：古馳之家），她昨在IG曬
出與導演雷利史考特雙手碰
拳的照片，慶祝順利完成了
這份艱鉅的工作，她也感謝
在義大利拍攝時，受到居民
的歡迎與鼓舞，大家相信她
能將這個故事演好，她在推
特上寫下： 「我希望我讓你
們感到驕傲，我為成為一個
義大利人驕傲。」



CC66星期六       2021年5月15日       Saturday, May 15, 2021

體育消息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5

拉比奧特和C朗上半場先後破網，
這一球亦是C朗在祖記所入的第

100個“士哥”，連同在英超曼聯的
118球、西甲皇家馬德里450球以及葡
萄牙國家隊的103球，C朗由此成為
史上第一位成功於3家不同球會及國
家隊，都能分別實現百球大關的球
員。他今次用了131場攻入100球，
位列歐洲五大聯賽球員最快百球榜第
4位，不及自己在皇馬只用105場所創
下的紀錄。

臨別當救主 保方不攬功
同日迎來祖記百球里程碑的還有

表現反覆的阿根廷前鋒保羅戴巴拿，
他在己隊下半場失守後奠定3：1勝
局。C朗賽後說：“我為能幫助球隊
攻入百球感到自豪，也替戴巴拿達成
百球大關十分高興。”剛宣布將於賽
季結束後離隊的保方，也把握臨別前
的正選機會，救出12碼助上仗大敗給
AC米蘭的祖記免於先落後，這位43
歲鋼門長青樹謙稱：“我不知道救出
這12碼是否決定性，或許是我們無論
如何也希望在輸波後反彈吧。”
不過，祖記仍未能殺回意甲聯賽

榜前四，因為競爭對手A米、阿特蘭
大和拿玻里同於本周中齊齊贏波，當
中A米更憑克羅地亞翼鋒列比錫連中
三元大炒拖連奴7：0，是“紅黑兵

團”66年來首度於意甲作客淨勝7
球。目前阿特蘭大和A米同積75分排
第2、3位，拿玻里73分排第4、祖記
72分位列第5。

祖記“薩”敵爭四仍兇險
最後兩輪，阿特蘭大會對熱拿亞

和A米，A米對卡利亞里及阿特蘭
大，不過由於祖記對賽成績輸給A
米、阿特蘭大與拿玻里，即使同分也
未能過頭，故以只領先1分的拿玻里
為追趕目標較為實際。祖記最後兩場
面對已鎖定冠軍的國際米蘭及博洛尼
亞不僅要全勝，還要寄望拿玻里對費
倫天拿與維羅納至少和一場。雖然爭
踢來屆歐聯的形勢已非常被動，但C
朗還是充滿戰意，揚言“奮戰到底”
激勵隊友。

自從祖雲達斯在歐洲聯賽冠軍盃 16強出局後，有關基斯

坦奴朗拿度（C朗）的負面新聞便未有間斷，然而葡萄牙“球

王”卻展現出強韌的心理質素，

繼續寫下歷史新篇章。在13日大勝

薩斯索羅 3：1一役，C朗收穫了自

己在“祖記”的第100個入球，成為分別替3家球

會以至國家隊都能夠完成百球大關的歷史第一人。另

一位老臣保方也把握在“祖記”發揮餘熱的最後時

光，勇救12碼協助球隊全取3分。不過，祖記爭

四前景依然兇險，因為其他競爭對手在同日比

賽全部告捷，其中 AC米蘭更大派 7蛋，氣勢

如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C朗面臨祖雲達斯
無緣來屆歐聯，去留成疑，而在《福布斯》最新的年度
體壇收入排行榜上，去年成功反超前美斯的C朗卻再次
輸給這位宿敵，由上次榜單的次席下滑到第3位。
職業體育行業在2020年大部分時間都受到了新冠

肺炎疫情的巨大影響，然而頂級運動員的收入卻沒有明
顯減少。著名雜誌《福布斯》剛公布的數據，全球收入
前十的運動員稅前總收入達到10.5億（美元，下同），
比2019年還多出28％。美斯超越C朗升上第2，成為最
高收入的足球員。
十大收入排行榜如下：1.麥格哥（1.8億，綜合格

鬥）、2.美斯（1.3億，足球）、3.C朗（1.2億，足
球）、4.比斯葛（1.075億，美式足球）、5.勒邦占士
（9,650萬，籃球），6.尼馬（9,500萬，足球）、7.費
達拿（9,000萬，網球）、8.咸美頓（8,200萬，F1賽
車）、9.布雷迪（7,600萬，美式足球）、10.杜蘭特
（7,500萬，籃球）。
C朗來季是去是留還是未知數，C朗媽媽多洛莉絲

日前在慶祝士砵亭贏得近19年首個葡超錦標時則語出
驚人，表示自己會說服C朗來季回到這家其職業生涯的
母會。

美斯吸金力再超宿敵

●●美斯重上美斯重上《《福布斯福布斯》》年年
度收入榜次席度收入榜次席。。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職業生涯朗職業生涯
創下的紀錄又添創下的紀錄又添
一項一項。。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射入他在祖雲達斯朗射入他在祖雲達斯
的第的第100100球球。。 路透社路透社

●●保方勇救保方勇救1212碼碼。。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
淦）隨着天水圍飛馬周二晚上打
敗標準流浪，今季“中銀人壽香

港超級聯賽”已完成首兩循環賽事。
第3循環的爭標組及護級組亦隨即於本周末

展開。儘管足總多年前以“附合亞洲足協準
則”為由，力推主客制及取消雙料娛樂，但足
總今次特事特辦，表示與球會達成共識後，護

級組賽事落實會以“雙料娛樂”模式進行，球
迷只需購買1張門票就可以觀看比賽日同場的兩
場賽事。

完成14周常規聯賽後，落入護級組的第5
至8名球隊分別為冠忠南區（12分）、晉峰
（12 分）、標準流浪（11 分）及愉園（9
分），各隊會帶相同積分，分別與3個對手各對
賽1場，以決定最終名次。由於今季不設降班，

為了增加賽事競爭性，足總會在6場護級組賽
事，每場由港隊主教練或其代表選出1位最佳球
員，當選者可額外獲10,000元（港元，下同）
獎金。足總董事兼冠忠南區會長黃良柏也已承
諾，會撥出港幣20萬元為護級組冠軍獎金。護
級組賽事已編定於本月16、22、30日作賽，場
地一律為小西灣運動場，票價為80元及30元
（特惠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由於世界羽毛球聯
會取消了原定6月舉行的新加坡公開賽，東京奧運前的
所有計分賽事都已胎死腹中，令港將李卓耀爭取入場券
的美夢落空。

港羽隊或只得3張入場券
新加坡公開賽原定6月1至6日舉行，惟因新冠疫情

仍在世界各地肆虐，世界羽聯公告表示，為了保障各界
人士及主辦地區的安全，決定取消賽事。成為繼本月的
印度公開賽及馬來西亞公開賽後，第3個胎死腹中的比
賽，這也意味着6月15日的奧運分數截止期限前已再沒
計分比賽，奧運參賽名單也隨即落實。

現時男單排名第8的香港“一哥”伍家朗、混雙排

名第10的鄧俊文/謝影雪，以及女單34位的張雁宜，如
無意外都已穩奪一個出線席位。其中張雁宜在扣除其他
已獲入場券的前列球手後，以第21位登上尾班車。但李
卓耀因男單排名第18位，尚差2位才能出線，港羽隊最
終亦只得3張入場券，不過最終入圍名單仍有待世界羽
聯正式公布。
在新加坡公開賽取消後，7月24日的東京奧運前已

再沒大賽。自去年3月後已沒在國際賽場亮相過的中國
國家羽毛球隊，便要一直等到奧運才再有比賽，久疏戰
陣下，如何保持狀態是一大學問。到目前為止國羽除男
雙只能有一對選手入圍外，其餘四個單項均滿額參賽。
東京奧運會羽毛球比賽，將於北京時間2021年7月

24日至8月2日在武藏野森林綜合體育廣場進行。

新加坡羽賽取消 李卓耀東奧夢碎

港超周末戰火重燃“雙料娛樂”

●●男單世界排名第男單世界排名第1818
位的李卓耀尚差位的李卓耀尚差22位位
才能出線才能出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於三球會及國家隊均達百球大關於三球會及國家隊均達百球大關

賽
艇
新
銳
洪
詠
甄
獲
東
奧
入
場
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亞洲及
大洋洲奧運資格賽上周在東京海之森水上
競技場圓滿結束，現年22歲的港隊新銳洪
詠甄成功爭得東京奧運入場券，屆時她將
會出戰女子單人雙槳艇賽事。
是次資格賽有來自18個國家及地區合

共50隊選手參與，競逐4個項目共16張東
奧入場券。首日賽事因強風取消，導致比
賽壓縮在兩日內進行，特別是準決賽與決
賽之間只是相隔數小時。最終洪詠甄在女
子單人雙槳艇決賽B組以首名衝線，總成
績排第7位，取得該項目中最後1張東奧入
場券。
“作為一位輕量級賽艇選手，洪詠甄

要越級挑戰公開級別絕非易事。”港隊總
教練白勵先生表示滿意賽事結果：“她能
在決賽B排除萬難獲勝，並奪得出戰東奧
席位，我們都為她感到高興。然而，為迎
戰奧運，仍有很多準備工作。”
自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起，香港於

每屆奧運均有運動員代表參與賽艇項目。

●●洪詠甄成功為香港爭得一張東洪詠甄成功為香港爭得一張東
京奧運入場券京奧運入場券。。 賽艇會圖片賽艇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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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電影《掃黑·決戰》曝“節奏感”預告
真實度極強觀眾大呼過癮

電影《掃黑· 決戰》票房熱度口碑

持續攀升，五一節後不斷發力，憑借

口碑優勢實現逆襲。電影於5月9日13

時 58 分，票房突破 2億大關。日前釋

出“凝視”版海報，色調凜冽，主演

們悉數登場，表情耐人尋味，正邪交

鋒火花不斷。同步釋出的“節奏感”

預告，呈現出了魏河縣縣長曹誌遠

（張頌文飾）在權力與欲望面前的狡

猾多面，揭開縣長利用公職權利充當

黑惡勢力“保護傘”的虛偽面具，撥

開雲霧再現掃黑除惡鬥爭中的兇險，

真實沖擊力十足。

電影《掃黑· 決戰》由姜武、張頌

文、金世佳、李倩領銜主演，呂聿來執

導。影片根據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

的部分真實案件改編，打響國內大銀幕

“掃黑除惡”第一槍。影片已於2021年

5月1日全國上映，火爆熱映中。

“凝視”版海報正邪交鋒直戳痛點
幕後“保護傘”曹誌遠手段狠辣驚人

在“凝視”版海報中，身穿黑色雨

衣的宋一銳（姜武飾）在雨中沈思，眉

頭緊鎖；工於心計的曹誌遠（張頌文飾

）緊盯旁人，滿臉憂慮；孫誌彪（金世

佳飾）怒目圓睜面露兇光，無法無天的

黑勢力頭目也如臨大敵；林巧兒（李倩

飾）眼眶通紅，滿臉無助。當掃黑專案

組突破層層阻撓，盤踞一方的黑惡勢力

與其幕後“保護傘”勢必崩塌。影片中

各種勢力的盤根錯節、情感利益交鋒直

戳社會與人性的痛點。

隨著《掃黑· 決戰》熱映，片中充當黑

暗勢力“保護傘”的曹誌遠被廣大觀眾熱

議，張頌文的七分鐘即興無劇本獨白更是

被全網討論。曹誌遠的角色復雜，成為全

片最大亮點。在日前曝光的“節奏感”預

告中，曹誌遠不動聲色詮釋了什麼是真正

的“心狠手辣”。他人前是正義凜然的

“縣長”，團結群眾，一心為民；人後是

孫誌彪的好大哥，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殺人於無形，真實程度驚呆觀眾。為了讓

調查組知難而退，曹誌遠意欲讓齊局長當

“替罪羊”，去調查組駐地跳樓以了結整

個案件。輕飄飄一句：“你可以不死，但

孫誌彪一定會弄死你兒子”讓齊局長心甘

情願赴死，手段著實讓人倒吸一口冷氣。

在掃黑專案組的死咬不放下，曹誌遠與孫

誌彪的兄弟對峙更是張力爆棚緊張十足，

遊走在失控邊緣的曹誌遠狠狠掐住孫誌彪

的脖子，卻礙於兄弟情面無奈松手，高潮

疊起讓觀眾驚喜不斷。張頌文的精彩演技

撐起了復雜多面的曹誌遠，引起觀眾瘋狂

點贊：“張頌文是品質保證”。

口碑助力票房排片持續逆襲KOL力薦
觀眾滿意度爆棚

五一檔之後《掃黑· 決戰》勢頭不減，

連續五天登頂上座率日冠，連續三天登頂

場均人次日冠，單日票房穩居前二，總票

房破兩億，口碑持續爆棚。“寫實感極強

”“五一最大驚喜”“看完熱血沸騰，後

勁十足”“實力派演員演技炸裂”“劇情

驚艷選角太絕”，全網好評如潮，刷爆各

大平臺評論區。

各大KOL也紛紛解讀，引發新一

輪的討論熱潮。“務求過癮，務求解

氣”“不僅掃黑，更要打傘破網”

“每一個鏡頭都有故事”“這部片必

須重點聊”“老戲骨飆戲太過癮了”

。《掃黑· 決戰》全國公映以來收獲多

方的認可與肯定，真實還原掃黑除惡鬥

爭現場，深度挖掘涉黑題材，令觀眾們

過癮解氣。影片所表達的主題更是與每

個人息息相關，寫實程度讓觀眾拍案叫

絕。不少觀眾表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

的現實主義電影，能讓大家產生強烈的

情感共鳴。

電影《掃黑· 決戰》由愛奇藝影業

（上海）有限公司出品，廈門恒業影業

有限公司、中國長安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影片已於2021年5月1日全國

上映，持續熱映中。

電影《有一點動心》首支預告曝光
“動心”片段點燃路演熱度

近日，電影《有一點動心》發

布了首支預告，一點點揭開了周啟

文（言承旭 飾演）與陳然（任素

汐 飾演）這對歡喜冤家間的愛情故

事。電影從5月9日開始陸續在天津、

長春、哈爾濱、武漢、廣州五個城

市路演，此次路演範圍涵蓋校園、

商場、廣播電臺，期待這一次全城”

動心“告白季。

電影《有一點動心》由陳嘉上執

導，張信哲擔任藝術總監，言承旭、

任素汐主演，柳巖、戚薇、連凱、湯

加文、曹揚、夏沫僑、那威、李勤勤

聯袂出演，將於5月20日正式上映。

電影預告首曝光 歡喜冤家驚喜不斷
電影《有一點動心》於近日曝光

“初見動心”版預告，在有限的預告時

間內展現了周啟文（言承旭 飾演）和陳

然（任素汐 飾演）有趣的情感碰撞。

言承旭飾演的周啟文，外表是霸

道蠻橫的“大灰狼”，實則是溫柔體

貼的“居家大男孩”，而任素汐飾演

的陳然看似大大咧咧，但內心也住著

小女生，這樣“反差萌”的真實感讓

觀眾忍不住動心。預告中言承旭任素

汐這對歡喜冤家爭吵不休，內心卻在

意著對方，讓很多觀眾不由得感慨：

我也會是經常對在乎的人“惡語相向”

的那一個。兩個成年人的愛情，少了

承諾和謊言，多了現實和顧慮，他們

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最後，等待電影

上映揭曉答案。

影片將於 5 月 20 日上映，在

“520”滿滿的戀愛氣息下，一起期

待這部同樣戀愛感滿滿的電影《有一

點動心》。

言承旭變身“居家男” 任素汐才
是“霸總”

5月9日，電影《有一點動心》正

式開啟全國路演，藝術總監張信哲和

主演言承旭、湯加文在路演首站天津

場與眾多熱情觀眾見面，在影片放映

後進行了互動並分享了創作心得。

天津站的路演現場氣氛火熱，影

片片段獲得觀眾眾多好評。活動現場

，張信哲和言承旭主動用天津話與觀

眾們打招呼，引發觀眾熱烈回應。在

互動環節，主演言承旭與現場觀眾

“動心”互說土味情話，現場更有25

年粉齡的粉絲當眾對言承旭表白心意

，言承旭用摸頭殺回應粉絲的愛，路

演現場充斥著甜甜的戀愛氣息。

在映後分享中，主演言承旭坦言

，周啟文這個角色與大家心中的“道

明寺”不同，在劇中任素汐飾演的陳

然更加“霸道”。影片的藝術總監張

信哲更談論了耳熟能詳的愛情金曲

《有一點動心》與同名電影之間的關

系：歌曲只是動心的開始，電影卻對

後續問題進行了解答。演員湯加文也

表示了與言承旭表演對手戲時內心十

分激動。

接下來路演活動將會在長春、哈

爾濱、武漢、廣州四個城市舉行，期

待後續的“動心”現場。

影片由成都龍瑞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龍樂東方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北京樺語影業有限公司、北京

國影縱橫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

精彩時間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霍爾果

斯龍樂東方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潮水音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夢

想國際影業（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霍爾果斯壹點意念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影片將於5月20日與觀眾相約電影

院見面。

《潛艇總動員：地心遊記》曝先導預告

逗號珍珠初探地心奇觀
國內海洋探索超級IP動畫“潛艇總動

員”系列電影《潛艇總動員：地心遊記》

發布首款先導預告片。預告片中，正反兩

派悉數亮相，“潛艇家族”成員逗號、珍

珠更是初入地心世界，看到了從未看過的

奇觀。

“地心世界”首露真容兒童節逗號珍
珠初探險

今日，電影《潛艇總動員：地心遊

記》釋出了首款預告片。預告片中，夢想

加入“探險家協會”的逗號和珍珠一起發

現了能發光的能量石，並且跟著叔叔——

地質學家“鐵石號”攜手探秘美麗而陌生

的地心世界。此外，滄龍、獨眼鯊等反派

角色也一一登場，一次正邪兩方的博弈，

一場有關地心奇觀的探險即將開啟。

據悉，“潛艇總動員”首部電影於

2008年上映，這也是國內開發時間最早、

時間跨度最長的超級IP之一。《潛艇總動

員：地心遊記》是該系列電影的第8部，

將於今年6月1日兒童節開啟首場點映。

探險故事全新升級正邪博弈一觸即發

拒絕重復，不斷創新是“潛艇總動

員”系列一以貫之的制作理念，這部《潛

艇總動員：地心遊記》畫面更加精美，制

作更加精良，就連架構出來的海底世界以

及故事情節，也更為驚嘆。

預告片中，無論是突發的馬裏亞納海

溝地震，發光石帶來的隱秘力量，神秘美

麗又陌生的海底地心世界，亦或是獨眼鯊

、滄龍的出現，無處不在的未知科學等著

觀眾和逗號、珍珠一起去探索，保護自然

生態也成為緊貼時代的新的價值核心。除

此之外，逗號、珍珠代表的“潛艇家族”

和邪惡勢力的較量也初露端倪，這也為該

片增加了不少緊張度。

該片片方表示：本片以保護海洋環境

為主題，以法國作家凡爾納長篇科幻小說

《地心遊記》為故事原型。在避免以情懷

裹挾觀眾的前提下，以主人公逗號、珍珠

地心探險的故事增加影片內容的新鮮感和

趣味性。其受眾年齡層不局限於兒童，所

有喜歡科幻小說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

走進電影院和潛艇家族一起探險。

《潛艇總動員：地心遊記》由深圳

市環球數碼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佛山柏

銘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出品，上海鑫嶽影視

傳播有限公司獨家宣

傳，影片將於 6 月 11

日登陸全國院線。一

個月後，“潛艇家族”

將揚帆起航，開啟全

新探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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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專業電影口述影
像培訓課程”將於7月3日開課，13日啟動禮上，電
影人田啟文（田雞）及莊澄出席支持。

田雞透露自己獲大會邀請參與這項目，他都感
興趣：“講故事配音我都可以見人，但聲音化灰亦
讓人聽得出，會覺得好笑，我作為演員會否演繹哭
戲都可以呢？”

田雞表示最近仍忙於籌備廖啟智（智叔）臨終
遺下的電影《翻兜人生》，他指本身計劃6月開
拍，但由於編劇所寫的劇本與原意有些出入，已加
入多一位編劇，目前仍在修改當中，不過已漸見火

花。
田雞指出《翻》片是香港電影發展基金中的電

影資助計劃最後一部獲資助的電影，而條件要於今
年內開拍，資助上限為製作成本的百分之二十。田
雞說：“我們申請時製作費為850萬元（港元，下
同），故約獲最多170萬元資助，由於這是資助計
劃的最後一部電影，是很有意義，所以都希望搞
成，算是對得住智叔和自己！”田雞又表示雖然目
前仍未敢找演員，也未知誰代替原定智叔演出的角
色，但不少演員都舉手自動請纓，願意無條件參與
演出。

《翻兜人生》獲170萬資助
田啟文：多演員願無條件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林芊妤
（Coffee）13日到香港九龍塘出席《全城傳愛齊
捐食》啟動禮並擔任揭幕嘉賓，她自言很珍惜食
物，平日收到很多代言或客戶贊助的食物，很多
時都食不完，便會拿去捐贈，除了食物，有時她
亦會捐出兒子的玩具、圖書，之前她就義賣自己
的舊衣服，籌得的錢都捐了出去，既環保又能幫
助別人。

Coffee又稱也有教導兒子“伯伯”要珍惜
食物，每當兒子不肯食飯，她就會拿第三世界
小朋友沒東西吃，瘦到皮包骨的相片來恐嚇兒
子，雖然被老公責罵這樣會令小朋友留有陰
影，但兒子之後真的有改善。

她指兒子兩歲後開始頑皮，有時帶他出
街，他不小心摔倒流血，她都會叫兒子自己
站起來，外人還以為她很“冷血”。她謂小
朋友的品德好重要，雖然是嚴母，但兒子仍
然愛癡纏她，又不讓她出街。

另外，談到吳若希日前跟家人到農莊玩，
農莊事後在社交平台專頁上載她的單人照，多
謝她的光臨，但吳若希卻以片未經授權公開，
要求盡快移除，事後吳若希惹來網民揶揄，雙
方更為此隔空對罵。同樣經常與兒子到公眾地
方玩的Coffee就認為只是溝通上的問題，她
說：“我就無所謂，這些經常發生我身上，有
時去的餐廳會被要求合照，對方都會問過她，
我同意至放貼出來，家人當然就不好，亦試過
被人拿相同片去賣廣告，我認為是溝通問題，
只要拍得好看就行，加上禮貌問一句就可以，
順便幫助復興香港經濟。”

林
芊
妤
積
極
支
持
義
賣
捐
贈
活
動

香香與老公強強（Joshua Ngo）於2016年結婚，2019年誕
下大子Jacob，今年情人節再度報喜懷有第二胎，13日她

在社交平台透露小兒子“小腰果”已經出世，組成四口之家。
香香上載的相片中，其中三母子一齊在床上，見她右手抱着小
腰果餵哺母乳，另一隻手就幫正在喝奶的大兒子Jacob拿着奶
瓶，而她就自得其樂，展露出慈母笑臉，場面溫馨。另一張是
兄弟二人同在嬰兒床上的親情畫面，“小腰果”在哥哥陪伴下
安心地甜睡着，多了一個弟弟的Jacob亦笑得開懷。

升任兩子之母，香香表示“Double trouble, double love
（雙重麻煩，雙重的愛）”亦hashtag“小腰果多多指教”。

英文名字Julius Samuel Ngo
香香老公Joshua亦上載幾張靚相，

有“小腰果”躺在媽媽懷裏正在打呵欠
的可愛表情，剛出世的“小腰果”已長有濃密
頭髮，五官精緻，跟哥哥相像，也有哥哥纏着
要媽媽抱抱的相，而再做爸爸的Joshua就興奮得
高舉小兒子，以幸福笑容迎接小生命的來臨。
Joshua透露兒子的名字是Julius Samuel Ngo，

出世時就重3.02公斤（約6.64磅），身長50cm，
他代入小兒的身份說：“我哥哥Jacob好好，而我現

在只是一個只會便便同吃的機器。也特別感謝爺爺，讓我
用他名字作為中間名，期待見到各位阿姨和叔叔，媽媽恢復得
好好，她現在要和哥哥Jacob抱回本。”

不少網民和圈中藝人見圖後紛紛送上祝福，包括有鍾嘉

欣、陳煒、陳茵媺及陳自瑤等，形容這是幸福的
畫面。

祖藍晒兩個女玉照
另外，王祖藍13日在自己的社交網站晒出一張照片，正

是自己的寶貝女兒們的合照，並且王祖藍還開心地發文寫道：
“像誰？”照片中兩個
寶寶一樣的姿勢趴在床
上，對着鏡頭甜笑，效
果好治癒。不少粉絲們
就回覆祖藍：兩個寶寶都
像媽媽哦，幸虧沒有像爸
爸。祖藍應可放下心頭大
石。早前母親節當天，祖
藍亦有在社交平台上載家
庭照。此外，張柏芝次子
Quintus 日前 11 歲生
日，柏芝晒出Quintus開
卡丁車的對比照並附上
“生日快樂！”，而次子
還比出酷炫的手勢，十分
帥氣。張柏芝13日也上
載了自己新髮型的照片，
而她早前爆料14歲大仔
Lucas已開始談戀愛。

給兩孩同步餵奶超強媽媽

岑麗香順利誕下
逾6.6磅小腰果小腰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岑麗香（香香）13日宣布已順利誕下小兒

子“小腰果”，成為二子之母，小兒子出世重約6.64磅，並採用爺爺中間的名

字“Samuel ”取名為Julius Samuel Ngo，現已回家坐月的香香康復進展良

好，正享受着育兒之樂，奉上“雙倍”的愛給兩個兒子。

● 田啟文（右）及莊澄出席“專
業電影口述影像培訓課程”啟動
禮。

●●林芊妤表示小朋友的品德好重要林芊妤表示小朋友的品德好重要。。

● 岑麗香老公展現
再為人父的喜悅。

●岑麗香兩個兒子同床，快樂共處。

●王祖藍在母親節上載家庭照。

● 王祖藍兩個女
兒擺出相同姿
勢。

▲張柏芝
新造型讓
人耳目一
新。

▶ 張柏芝
次子生日
玩小型賽
車。

●岑麗香同步給
兩孩餵奶，畫面

超級有愛。

徐睿知醜聞纏身奪人氣獎
申河均 金素妍 奪百想視帝視后

●●金素妍以冷艷高貴姿金素妍以冷艷高貴姿
態登場態登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申河均憑申河均憑
《《怪物怪物》》拿拿
下視帝下視帝。。

香港文匯報訊《第57屆百想藝術大賞》13
日晚舉行頒獎禮，因為疫情原因，這次頒獎禮以
沒有現場觀眾的形式舉行。主持人秀智、申東
燁，入圍各大獎項的演員一一亮相，除了因負面
新聞缺席的徐睿知外，視后候選人金素妍、申惠
善、金所炫、嚴智苑；視帝候選人申河均、金秀
賢、宋仲基、李準基、嚴基俊均有出席。另外還
有劉亞仁、李政宰、李昇基、劉在石、宋江、鄭
秀晶等亮相紅毯。

在電視類獎項方面，由申河均憑藉《怪物》
榮登視帝寶座，金素妍則憑藉《頂樓》榮登視后
寶座。男演員吳政世憑藉人氣電視劇《雖然是精
神病但沒關系》獲得TV部門最佳男配角獎，成
功第二年冧莊，他發表致謝詞時，台下同劇演員
金秀賢亦眼泛淚光；廉惠蘭憑藉電視劇《驚奇的
傳聞》獲得TV部門最佳女配角獎。

演員李到晛憑藉電視劇《再次18歲》獲得

男子新人演技獎，他真的很激動，說話語調已經
哽咽了！演員朴柱炫則憑藉《人間課堂》獲得女
子新人演技獎。

至於電影方面，劉亞仁憑藉《無聲》勇奪影
帝殊榮，他獲獎時激動哽咽。此前，他曾在
2016年獲得百想視帝；全鍾瑞則憑藉《電話》
榮登影后殊榮。朴政民憑藉電影《從邪惡中拯救
我》獲電影部門最佳男配角獎。金善英則憑藉電
影《三姐妹》獲得電影部門最佳女配角獎。演員
洪京憑藉電影《潔白》獲得電影類最佳男新人
獎，他發表感言時亦十分激動！崔正雲憑藉電影
《姐弟的夏夜》獲得電影類最佳女新人獎。

此外，最受大眾關注的人氣男、女演員獎投
票結果也出爐，被譽為“最強男二”的金宣虎以
超過130萬的壓倒性票數，打敗獲得95萬票的亞
軍宋仲基，登上冠軍寶座，而徐睿知深陷醜聞仍
以78萬票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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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杰出人才移民有十项申请标准
移民官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03(b)(1)(A)条

款及美国法典8U.S.C.§ 1153(b)(1)(A)条

款，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和体育

上持续获得国家或国际赞誉的杰出外国

人才可以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我们知道美国杰出人才移民有十项标

准，一般申请人满足至少三项即可申请

。那么在十项标准中是不是每一项都是

同样的比重？哪些是最不可或缺的？

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申请人在本领域获得

过原创性贡献

原创性贡献有两个判断标准，第一

是贡献是申请人本领域的，就是说如果

申请人是IT技术员，在马拉松方面拥有

杰出贡献。如果以IT技术员的身份申请

，那么马拉松方面的成就不能作为证据

使用。

第二是贡献必须是原创性性且重大

的。原创的意思就是之前没有过的，比

如蔡伦发明了造纸，牛顿发现了万有引

力。重大的意思是这个贡献必须对本领

域产生了重大贡献，比如爱迪生发明了

电灯泡，人类从而征服了黑暗。当然并

不是所有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的申请人都必须拥有上述这些杰出人才

举世瞩目的成就，现阶段，很简单的一

个逻辑是，申请人通过本领域时间发现

一种理论或者技术，该技术极大节省了

成本，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应用，对本领

域起到了重大的贡献。

这种重大的原创贡献不但是指科学

性或学术性的，还包括艺术性、体育或

与商业相关的。对于与自然科学领域相

关的申请人来说，相关的证据材料是比

较客观且容易体现的，如专利、软著、

部分原创的学术文章等。而对于人文科

学、商业类、教育类的申请人来说，比

如新的商业理论、商业项目、创新管理

方式、市场营销方式（同理教育类）等

原创贡献的证据。

原创性贡献这一项，如果申请人只

能提供专利证据，而不能提供其广泛被

业界应用、引起业界关注的证据，那么

再多的专利，即再多的“原创性证据”

也是毫无意义的。

移民局官往往参考领域内专家的推

荐信或证明信来判断申请受益人是否对

业内做出原创性重大贡献，这就要求推

荐信或证言中包含申请受益人对业内如

何做出意义重大贡献的详细描述，尽可

能用平实的语言提供更多的细节，说明

这个贡献为什么是原创、独特，而不是

复制别人的，为什么对整个行业意义重

大。

申请人是本领域重要协会组织的会员

如果申请人仅仅是本领域协会的会

员，是不足以满足美国EB-1A杰出人才

移民申请协会会员的标准的。根据美国

移民局《审裁官工作手册》，申请人的

会员资格必须是因为他在本领域内做出

了杰出成就，由国际或者国家级专业人

士评选认可的。

仅仅基于学历程度或在某一领域工

作获得的会员；基于缴纳会费或订阅协

会刊物获得会员资格；基于工作需要，

义务或从业要求而加入的协会。例如工

会、律协或演员同业协会等等不满足标

准。

这就要求协会有严格的入会标准，

有严格的层级划分，申请和审核流程要

清晰专业，比如美国的协会会员，普遍

要求由一名行业内人士提名，再经过至

少两轮投票通过才进入下一轮遴选，再

经过同行评审后投票决定最终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你在

组织内是高层领导，领导职务是因为本

人在该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提名并经过

选举和评审程序获得，则满足条件。但

是必须附上详细的提名条件、选举程序

介绍、最终审核意见和组织推荐信等证

据。符合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的协会会员

要求就是申请人加入的协会必须是本领

域的，而且是因为申请人的杰出才能才

被业内专家认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入

会标准才加入的协会才符合要求。

申请人在享有盛誉的组织担任领导或者

关键角色

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第八项领导力是

权重比较大的一项，也是EB-1A美国杰

出人才移民申请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杰出人才移民领导力要求的重点有

两个：一是组织或机构属于信誉卓著、

高声望的；二是申请人在其中发挥领导

性或关键性作用。

对于组织或机构是否声誉卓著，美

国移民局不会根据其名称、成立时间、

规模来判断，而是着重考察组织或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名，以及公司所获得

的奖项、证书、专利、软件著作权、项

目成果等主要体现组织或机构所举办的

活动、做出成绩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

证据。

证明申请人所在组织是具有高声誉

和社会影响力的证据包括组织机构的性

质和章程、组织领导人、以往有影响力

的事件、组织对社会做出的成绩贡献和

媒体报道或其他一切可以支撑证明其

“声誉卓著”性的材料。

如果申请人在享有盛誉的组织中

担任领导，或者小组的关键角色都可

以证明其满足美国杰出人才移民领导

力的要求。领导角色可以体现在申请

人在公司的职位名称上，例如：“董

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

这样能显示申请人在公司处于很高位

置的职位名称。另外，也需要提供申

请人的职责描述以及组织架构图，以

进一步向移民官展示和证明申请人的

领导角色。

对关键性作用，提供的证据必须显

示出申请人对所在组织或机构的活动已

经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如果申请人

的表现是重要的，即使是支持性的角色

，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关键性”的。比

如申请人是“技术总监”，提供申请人

公司的领导或者公司内部其他人员出具

的证明信即可论证申请人在组织中的关

键作用。

上面简单介绍了美国杰出人才移民

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三项，但是并不是

说其他七项不重要，比如申请人的发明

了一个专利，获得了国家级杰出贡献奖

，那么奖项证书是必须提供的，也是展

示申请人原创性贡献的一个最直接有力

的论证。资深美国杰出人才移民文案都

知道，EB-1A论证是非常专业和灵活的

工作，使用哪些材料证明申请人满足十

项标准中的哪一项根本没有固定的标准

，都是根据申请人的资格灵活进行方案

定制和论证的。

拜登总统周一（5月3日）反其道而

行之，表示他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允许多

达6.25万名难民进入美国，取消了前总

统特朗普对难民施加的严格限制。

两周前，拜登宣布保留前总统特朗

普的15,000名难民限制措施，这引起了

民主党人和难民倡导者的广泛谴责，他

们指责总统背弃了此前的竞选承诺。

拜登很快就反悔了，几小时后承诺

他打算增加难民接纳人数。总统周一正

式向各方压力低头。

拜登在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打破了上届政府设定的接纳15,000

名难民的历史低点，因为美国是一个欢

迎和支持难民的国家。”

拜登态度的急转直下凸显了美国移

民问题上的困难。拜登一直在努力解除

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同时

也在艰难应对美国西南边境涌现的移民

儿童。拜登最初对允许数以万计的额外

难民进入美国犹豫不决，表明他未能解

决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问题。

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承诺

恢复美国作为包容性国家的声誉，表示

他将在上任后的第一年允许多达12.5万

名难民入境。他在今年2月份向这一目

标迈出了一步，承诺在9月30日之前允

许多达6.25万名难民进入美国。

因此，当他4月16日宣布暂时维持

特朗普时代的难民限制时，那些期待大

幅增加难民人数的人感到十分困惑。

白宫官员坚持认为，拜登在4月中

旬的意图被误解了。白宫官员表示，拜

登总统一直打算提高难民上限。根据难

民安置机构路德移民和难民服务处

（Luthera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Ser-

vice）的数据，拜登政府已经安置了最

初授权的15000名难民中的大约2360名

。

白宫官员还认为，增加难民接纳人

数可能会使美国卫生公众服务部（De-

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不堪重负，而该部门还要应对成千上

万进入美国境内的年轻寻求庇护者。

但这一逻辑引起了难民倡导者的批

评，他们指责拜登混淆了两个不同的移

民系统。虽然美国卫生公众服务部确实

为过境的未成年人提供庇护，但与美国

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相比，它在处理难

民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

在周一的声明中，拜登先生似乎承

认他向世界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他说：

“美国难民接纳计划体现了美国对保护

最脆弱群体的承诺，并作为自由和庇护

的灯塔站在世界面前。”

尽管如此，拜登承认，政府不太可

能达到62500名难民的上限，原因之一

是特朗普政府期间的难民预算和人员削

减政策。拜登表示：“可悲的事实是，

我们今年将无法实现接纳62500名难民

。我们正在迅速工作，以消除过去四年

的损害。这将需要一些时间，但这项工

作已经在进行中。”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 科顿(Tom Cot-

ton)在推特上批评拜登，他表示：“提

高难民接纳上限将使美国的工作和安全

处于危险之中，多项研究表明，移民工

作历来是美国难以解决的。拜登政府应

该专注于让美国人恢复工作。”

但是，拜登总统的声明也引起了一

些人的赞扬。

非营利组织美国乐施会在一份声明

中说，“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拜登政府

在经过长期和不必要的拖延后，履行了

将今年的难民接收上限提高到62500人

的承诺。”

拜登在处理移民系统问题上总是反反

复复，最近的难民计划是最新的转变。

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提出全面改

革国家的移民法，并发布了一些行政命

令，旨在推翻特朗普的政策。但在大约

100天后，拜登的移民立法仍未在国会

取得进展。

拜登政府还不得不为对墨西哥边境

移民潮的反应进行辩护，拜登继续执行

着特朗普时代的卫生规则，迅速拒绝许

多墨西哥边境移民进入美国，不给他们

申请庇护的机会。拜登政府表示，该卫

生规则对于防止疫情的传播是必要的。

拜登的共和党批评者抓住这个问题

作为政治武器，指责拜登做出了错误的

政策选择，在疫情期间为非法移民打开

了闸门。

然而，拜登政府在处理移民儿童和

青少年方面取得了进展。虽然3月份有

超过5000名未成年人被困在边境拘留设

施，但在周一，政府的记录显示大约只

有600名未成年人被困在这种类似监狱

的拘留设施中。

白宫官员敦促移民现在不要来美国

，但承诺拜登政府将努力增加移民在美

国生活、工作和访问的合法机会。

Human Rights First组织的难民保护

主任埃莉诺· 阿克表示，“"坚持美国的

价值观，而不是继续执行特朗普政府阻

止难民入境的政策，才是正确的前进步

伐。”

移民政策反复，迫于舆论压力
拜登允许6.25万名难民进入美国

不經意間，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已過百
日了。一向以來，美國政壇均以就職百日
為首期，來評論新任總統的政績。今次百
日剛過，拜登就己急不及待，自行標榜自
己成績出眾。因為他己替2 億美國人，注
射了抵抗新冠病毒的疫苗，超額完成其初
期的目標。

不過大家不可不知，2 億美國人 之中
，竟然有近8%人口 「玩失蹤」，無繼續接
種第二劑疫苗，人數超逾500萬，究竟點
解不繼續接種？而抗拒第二劑疫苗的原因
又何在？

「做嘢做一半」好多時等於無做，抗
疫都一樣。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引述該
國疾控中心(CDC)數據，指當地接種了第
一劑輝瑞/BioNTech或莫德納(Moderna)疫
苗的民眾，有近8%人，竟然誤信，打一針

已足夠應付病毒，何必 「除褲放屁，多此
一舉。」

這樣一個原因，很多人也估到，正如
美國病毒學家拉斯穆(Angela Rasmussen)指
出︰ 「有些人認為打一針已足夠預防感染
，這會令他們有錯誤的安全感」。其次是
打了一針之後有人 「怕怕」， 「有些人接
種首劑疫苗後，可能出現不良副作用，於
是自己決定不打第二針，因為不想再經歷
多一次」。拉斯穆指有小部分人忘記尚有
一劑須接種，也有些有過敏史的人，打了
一針後聽從醫生建議，未有接種第二針。

亦有些 「甩底」個案，與疫苗運送有
關。據稱有些疫苗中心，因為沒有再收到
疫苗，因此臨時取消民眾接種；要民眾重
新預約的話，部分人可能因交通不便、工
作時間長而無法抽身，故而不了了之。

此外，疫苗接種安排混亂，亦是導致
民眾 「甩底」原因之一。其中一個例子是
67歲婦人蘇姍 魯埃爾(Susan Ruel)，她本來
獲安排在連鎖藥房Walgreens在紐約曼克頓
兩間不同分店，接種兩劑疫苗。她2月打
了首劑輝瑞，當按日期到另一店接種第二
劑時，該店卻只得莫德納疫苗。職員著她
到另一店，稱該處有輝瑞疫苗，但她等地
鐵期間接到電話，說該店也沒有輝瑞疫苗
了。最終魯埃爾在翌日才在另一間 Wal-
greens，接種到第二劑輝瑞，她直言沒有多
少人願意像她如此 「頻撲」，相信很多人
會因此棄打第二劑。

此外，據報當地不少大學生在校園接
種了首劑疫苗後，隨著學期結束將不會返
校，令當局擔心會有人 「甩底」不打第二
劑。其中賓夕法尼亞州衛生部門，已指示

疫苗供應商，不要硬性規定學生要在同一
地點打齊兩針，容許其在校園以外地方接
種第二劑。

地理因素及財政問題，對再打第二針
的計劃，亦有影響——有人甚至想連第一
針也打不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公平
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Equi-
ty )主管庫珀(Lisa Cooper)指出， 「若你是
位有色人種老人家，你可能沒有性能較佳
的手機或電腦，你只習慣用普通電話——
但有些疫苗中心須上網預約」， 「就算你
登記了，但發現疫苗中心在鎮的另一端，
你又沒有汽車可以代步——要不要在疫情
期間搭公共交通工具呢？而這一切都要花
錢，及花時間，死就死啦，不打了！」

你會學他們嗎？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八成美國人不打第二劑疫苗八成美國人不打第二劑疫苗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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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情近日嚴峻，12日更暴

增16例本土確診病例，電影院祭出

嚴格防疫措施，首當其衝的便是本

周上映的許多新片，當中，國片

《靈語》更於今日緊急宣布撤檔。

本片由吳可熙、楊丞琳、鄭人

碩、是元介、丁寧、石知田、禾浩

辰等人主演，10日才舉辦記者會宣

傳。但今日滿滿額娛樂發布公告，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

之公眾集會指引，為確保觀眾健康

安全，原訂於5月12日上映的《靈

語》，將暫時映演至今日為止，後

續調整之上映檔期將另行公告。

此外，今天的映演與《靈語》

影人見面會將維持進行，並遵守防

疫規則，採梅花座方式舉辦。片方

也表示，若現已持有電影預售票、

早場優惠券及電影五日券等票券的

觀眾，待電影重新上映後仍可使用

票券觀影，詳情請密切注意甲上娛

樂官網。

先前疫情趨緩時，可明顯感受

到電影院人潮回流，《當男人戀愛

時》更創下全台4億票房亮眼佳績，

好萊塢大片《哥吉拉大戰金剛》也

有 3億 5千萬票房，農曆過年還有

《角頭－浪流連》、《我沒有談的

那場戀愛》、《跟你老婆去旅行》

、《緝魂》等多部國片能在戲院欣

賞，沉寂1年的電影產業看似有望在

今年復甦。

尤其接下來延檔多次的好萊塢

大片總算將上映，讓影迷迫不及待

，沒想到近期台灣疫情爆發，變化

之快，本周上映的《死亡漩渦：奪

魂鋸新遊戲》，以及接下來將上映

的《玩命關頭9》勢必會受到影響。

《玩命關頭9》原訂舉辦連續8天馬

拉松放映1至8集電影，場次也早已

宣布全部取消。

國片《靈語》緊急宣布撤檔 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多部大片剉咧等

黃建業出生於香港，中

學畢業後來台就學，開始大

量發表影評，1980年出版首

部影評集《轉動中的電影世

界》，而後接任《影響》雜

誌主編，持續引介西方的戲

劇和電影思潮與藝術家，實

際「影響」了當時的文藝潮流

與文化研究。他參與影評改革

，與焦雄屏、陳國富、張昌彥等

人在聯合報「電影廣場」發表短

評，犀利風格為當時的電影產業注

入嶄新氣息，更與詹宏志、楊德昌、

侯孝賢等人共同簽署「民國七十六年

台灣電影宣言」，對於「台灣新電影

」的關注與評論，昭示了台灣新電影

時代的轉捩點。在他發表的多種電影

著作中，《楊德昌電影研究》是研究

楊德昌電影的重要參考資料，《人文

電影的追尋》、《潮流與光影》全面

性的討論港台電影與歐美電影，成為

讀者認識進而沉浸電影的重要途徑。

1996年，黃建業接任國家電影資

料館館長，任內除口述歷史和學術資

料出版外。更四處奔走，籌覓新片庫

，並努力爭取搬遷構設及溫濕度控管

預算。搶救修復酸化的國、台語片，

蒐羅台影及中製廠等重要片廠拷貝與

檔案，又取得兩地胡導演基金會支持

，從加州運回並彙整兩百多箱胡金銓

導演珍貴遺物及手稿，接力電影文化

資產保存的使命。此外，他也是金馬

影展、台北電影節、台灣國際紀錄片

影展的重要草創成員，在2000年代台

北電影節樹立核心價值「年輕、獨立

、非主流」，以及「主題城市」的策

展上，黃建業更扮演了關鍵角色。

遊走於各個身

分，黃建業不忘將自己對電影的見解

與熱愛傳承下去，他先後任教於母校

中國文化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台灣

藝術大學、世新大學及台北藝術大學等

多所大專院校，亦長年在校外開設電影

賞析講座，至今累積的寫作及推廣成果

，皆顯示他與電影之間互相滋養浸潤的

緊密連結。台北電影節希望藉由獎項，

榮耀他對於電影的畢生奉獻。

今年台北電影節6月24日至7月

10日在臺北市中山堂、光點華山電影

館、信義威秀影城、剝皮寮歷史街區

盛大舉行，精彩片單與活動即將陸續

公布，招牌雙競賽國際新導演競賽、

台北電影獎入圍名單將於5月14日揭

曉，得獎名單分別於6月29日、7月10

日公布，詳情請密切注意台北電影節

官方網站（https://www.taipeiff.taipei）

、 Instagram （https://instagram.com/tai-

peiff）、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

fb.me/TaipeiFilmFestival）。

2021台北電影獎卓越貢獻獎揭曉

電影文化推手黃建業

2021 第 23 屆台北電影
節今日揭曉本屆台北電影獎卓越

貢獻獎得主，為資深的電影文化推手黃
建業。黃建業跨足多重身分，包括電影學者

、影評人、詩人、劇場導演及電影教育推廣者
。他以影評文字支持1980-199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

浪潮運動，且出版多種電影評論賞析與研究著作；
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接續電影保存的使命
；對於電影的熱愛，讓他推動台灣三大影展的草創，
迄今仍在校園傳承電影藝術，對於台灣電影文化貢獻
卓著。台北電影節將於7月10日晚間七點的台北電影
獎頒獎典禮頒發此獎項，影展期間也將放映黃建業
親自推薦、對他別具意義的法國電影《昂希朗格
瓦：電光魅影》（Henri Langlois: Phantom

of the Cinematheque），並於該片映後
舉行卓越貢獻獎講座，分享 「骨

董級影痴的來時路」 。

阿信並認為《聽見歌 再唱》是一部「告白電影」，也感性

提到：「這部電影不是光頭開賽車，也不是超級英雄電影，但

票房卻創造出奇蹟...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這部電影上串流、想要

線上看。但相信我：在電影院裡面看的感覺真的不一樣！」可

以見得阿信期待《聽見歌 再唱》破億的心情，期待電影能

為 2021 台灣電影留下一個紀錄。果然聊天室就有聽友發

表想要二刷衝一億的心意！

眾所周知，五月天以友情價力贊《知足》出現在

《聽見歌 再唱》電影中，阿信在房間中分享：「很開

心透過在這麼好看的一部電影，擔任電影裡的一部分

」，阿信透露到手的歌曲授權金「全部奉獻給包場

」！他並認為拍電影跑電影宣傳很不容易，但看見

《聽見歌 再唱》電影主創的全體，從監製、導演、

男女主角到眾演員，大家都很投入跑映前映後，這

是很讓他感動的事。

對於電影裡的聲音能量，阿信也給予超高評價

：「大家看了《聽見歌 再唱》就會知道，還會有比

《知足》更感動你的歌，還會有比五月天更能感動你

的聲音」。阿信也表示喜歡聽到電影裡《知足》的新唱

法，並被片中「拍手歌」洗腦。節目中阿信一度 cue 馬志

翔、說想聽他號令房間內主創群一起唱「軍歌版《知足》」

，結果大家唱起來超有「笑果」、嗨翻CH房間！

Ella陳嘉樺表示電影上映至今，已經看了三四次，她感覺到

每次感動的點都不一樣，但堅定認為《聽見歌 再唱》這部電影

受到眷顧，是「有魔性的電影」！一開始在 CH 房間時、 Ella

兒子勁寶更有可愛公開獻聲！甜向馬志翔叔叔打招呼。

片中男主角馬志翔則是在家一邊育兒一邊聊，中間還跑去

洗奶瓶！但他仍不忘感謝 S.H.E 迷和五迷的在電影宣傳期間的

各種應援。他表示：「我相信好的事情、好的人會聚在一起，

大家會互相加油打氣。我們身上都有不同的顏色，我們一起努

力，讓台灣更豐富！」除了五月天的阿信，光良也在這間 Club-

House 房間一來就待全場，力挺《聽見歌 再唱》。《聽見歌

再唱》電影現正上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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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歌 再唱》今創近8000萬台幣票房佳績
，主創群包括演員、導演與監製首次一起開Club-
House房間、線上與觀眾和聽眾暢聊電影，並力邀
到五月天阿信一起上線共襄盛舉，最高同時高達七
千兩百人在線上聽！阿信不但全程參與超過兩小時
的聊天過程，期間不論是Ella陳嘉樺或舉手的聽眾
在問問題時，阿信都給予回答。最後阿信更呼籲：
「剩下兩千萬，個人私心希望電影能突破一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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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隶属于恩施市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位于湖北省最西部，西部与北

部与重庆市接壤，向南靠近湖南湘西

，东与湖北宜昌、武汉相望。辖区内

几乎都是大山，平地很少。

每年夏天，全国各地普遍高温酷

热，尤其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副热带高

压控制，更是酷暑难耐。民国时期开

始，长江边上的重庆、武汉、南京三

座城市就被人们并称为“三大火炉”

。2017年，中国气象局公布了我国夏

季炎热程度前十名的省会城市或直辖

市，重庆仍“高踞”第一，武汉、长

沙、南昌、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城市紧

随其后。

现在问题来了，每年夏天，“火

炉”城市的居民可以去哪里避暑呢？

世界真奇妙，不说不知道。长江

中下游既有一连串“火炉”，却也有

凉丝丝的大型中央“空调房”，湖北

利川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存在——年

平均气温15℃，夏季的历史最高温只

有24℃。这是怎么回事？

利川夏天凉爽，与其地形地貌有

关。利川位于云贵高原东北的延伸部

分，地处巫山流脉与武陵山北上余脉

的交汇部。利川四境分布着齐岳山、

石板岭、寒池山、麻山、甘溪山、钟

灵山、佛宝山等山脉，平均海拔达到

了1100米，虽然同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却形成了典型的山地气候。另外，

利川植被覆盖率超过了60%，形成了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优势。再

加上云多雾大、日照较少、雨量充沛

、空气潮湿且富含负氧离子，简直是

一台天然的中央空调。

2018年，利川被中国气象学会授

予“中国凉爽之城”的称号，“凉城

”美名得到了官方认证。

这么“凉”的地方，为什么这么

晚才“火”？

利川所在的鄂西南山地，属中国

地势第二阶梯末端。整个地势西北、

东南高，中部低，呈东北至西南纵裂

地带走向。境内沉积岩广泛分布，发

育了多样的喀斯特地貌，岩溶洼地、

漏斗、溶洞、盲谷、暗河、伏流随处

可见，碟状洼地、坡立谷、浑圆状峰

林残丘遍布……

清代文人顾彩在鄂西南游历后惊

叹“蜀道难其难，未必如屏山”。这

里可能是我国喀斯特地貌最为复杂的

地区了，也因此曾被视为道路建设的

“禁区”。

很长时间以来，利川“养在深闺

人未识”，坐拥“金山银山”，却受

困于交通不便。1950年，国家开始兴

建318国道，这条今天被誉为“中国人

的景观大道”的国道，一直到2000年

，318国道利川段才改扩建为二级路。

在此后的3年里，利川的国省道改造迅

速推进，境内超过八成的国省干线完

成黑色化改造。

利川交通真正得到改善，是从

宜万铁路开通之后。2003 年，宜万

铁路齐岳山隧道动工修建，从选线

到挖掘，工程遭遇了中国铁路建设

史上最大的隧道难题——集暗河、

断层、岩溶、高压富水等各种复杂

地质于一身的齐岳山隧道。这段隧

道长达 10公里，却一度只能以一年

500 米的速度缓慢推进。6年之后，

齐岳山隧道终于被打通，为宜万铁

路通车清除了最大障碍。2010 年，

宜万铁路通车，利川“铁路禁区”

的历史宣告结束。

如今的宜万铁路穿梭在崇山峻岭

之间，全程共建有隧道159座，桥梁

253座，被誉为“铁路桥隧博物馆”，

是中国在建时难度最大、公里造价最

高、历时最长的山区铁路。修筑宜万

铁路，平均每公里花费达到了约7000

万元，是青藏铁路的两倍，可见其难

度之大。

宜万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利

川到宜昌、武汉、重庆万州区的通行

时间。从利川到武汉，在上世纪 80

年代需要5天时间，到了90年代缩短

到两天，本世纪初是 12小时左右，

宜万铁路通车后，缩短至6个小时以

内。2013年，渝利铁路贯通，人们可

以从利川市区坐火车直达重庆市区了

。2017年，利万高速建成通车，从利

川自驾车到万州，只需要1个小时左

右。

道路畅通，对于生活在重庆、武

汉两大“火炉”中的人们，犹如久旱

逢甘霖。人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唱着

歌，去利川好好地避暑了。

利川的魅力绝不止于“凉爽”。

这里景美人美物美，而且许多保留了

原生态，堪称鄂西“边城”，风情不

输湘西。

包括利川在内的整个鄂西南，拥

有我国别具一格的喀斯特地貌。在利

川盆地内，由于灰岩泥质含量高，峰

丛不能坚挺，小山呈现出萌萌的馒头

状。

除了最萌峰丛，利川境内还有中

国已知的最大的岩溶洞穴——腾龙洞

。腾龙洞整个洞穴群共有上下五层，

包括大小支洞300多个，山中有洞，洞

中有山，无洞不水，水洞相连，构成

庞大而雄奇的洞穴景观。

腾龙洞洞口高72米，宽64米；洞

内宽宏大气，最高处235米，最宽处

174米，已经探明的洞穴长度达到52.8

公里，洞穴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即

便让利川所有人口都住进来，人均仍

有超过2平方米的面积。

1988年，中外洞穴专家联合科考

队经过一个月的实地考察，证明腾龙

洞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在世界

已探明的最长洞穴中排名第七，是世

界特级洞穴之一。

2006 年，中国地质大学鄢志武

教授带领的科考队，经过测量并与

中国及世界其他大洞穴的数据比较

后，宣布腾龙洞洞口至 4000 米洞道

的面积为 23万平方米，容积 1575 万

立方米，是单位面积或者单位长度

内世界上最大的洞穴通道。此外，

科考队还在腾龙洞中发现了 20万年

前的哺乳动物群化石，主要包括大

熊猫、苏门羚、东方剑齿象，以及

熊科、牛科、鹿科等动物化石。那

个时候的腾龙洞，想必是一个十分

热闹的动物乐园。

利川境内虽然多山，但其北部

为利中盆地，清江自西向东横贯而

过，积淀了肥沃的土地，物产丰富

，被称为有利之川、大利之川，

“利川”由此得名。生活在利川，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最新鲜的瓜果

蔬菜，而且价格十分便宜。著名的

利川莼菜，口感润滑，还能美容养

颜。利川所属的恩施是我国最大的

富硒土壤分布地，这里的农产品因

此都增添了一份“含金量”。

去过利川的人，无不感叹：利川

是个好地方——小城安逸，舒心；气

候适宜，养心；妹子漂亮，甜心；美

食繁多，开心；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放心！

作为一个五线小县城，利川房价

起步水平非常低，可以开发的空间还

非常大。到去年，利川单位平均房价

也才5000左右，在重庆武汉只能交个

首付的钱，到利川都可以全款买房了

。随着道路越发畅通，武汉、重庆等

地的人来利川买房成了热潮，尤其银

发族更是热情高涨，很多人是为了避

暑，很多人是想在这里安度晚年。一

座小城，承载了许多人的健康与美好

心愿。

天再热，到这儿你就“凉”了
如果买房，你最想去哪里？北上广深，杭渝成汉......人们

想到的往往是热门的一二线大城市。
然而，有这样一个地方，她只是一个五六线的小县城，近

些年却吸引了周边重庆、武汉等大城市上万人来此买房定居。
到了夏天，更有几十万的游客慕名前来，在此优哉游哉，放松
一“夏”。说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在讲大理或丽江，不，今
天我们要聊聊湖北的一个小县城——利川。

利川佛宝山旅游公路利川佛宝山旅游公路，，蜿蜒曲折蜿蜒曲折，，九曲回肠九曲回肠。。

鄂西南喀斯特地貌广布。著名的恩施大峡谷，百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幽长。

云海日出下的利川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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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梅子）因為去年的
新冠禁足，我在家上班將近半年時間
，每天躺在床上抱著電腦寫稿、刷劇
，床上放著一堆高枕頭，別提多舒服
了！可是半年以後，問題就來了，我
的脖子、腰都非常痛，痛得只能大把
吃止痛片，我幾乎每天都在痛苦中睡
去，又在痛苦中醒來。於是我開始了
漫漫求醫路，按摩、針灸、貼膏藥、
艾灸、牽引理療，花了很多錢，效果
是有一些，但依然很痛。

去年底，我老板李蔚華董事長告
訴我，休斯頓新開了一家全美國最大
的韓式三溫暖Spa World,派我去采訪
一下。於是，我受命去了一趟位於
Katy的 Spa World，體驗了一天幹蒸
，當時不但痛快淋漓地出了一身汗，
而且背痛脖子痛都消失了！最主要的
是，第二天疼痛也比之前輕了許多。
從此，我就迷上了韓式三溫暖，每周
都要去一次Spa World，在裏面待上一
天，只要$29.25，所有的幹蒸、濕蒸
房隨便蒸，不但能消痛排毒減肥，而
且我每次都感到心理壓力也釋放不少
，出一身汗，煩心的事兒也跟著排出
去了！

Spa World剛剛裝修完畢不久正在
試營業，是全美最大最豪華的韓式三
溫暖。我們經常在韓劇裏看到，韓國
人心情不好離家出走或者心情大好需
要慶祝，都跑去三溫暖，在裏面蒸桑
拿、聊天會友、吃飯喝酒、K歌打球，

待上整整一天，什麽都能在三溫暖裏
搞定。當時一邊看電視一邊想，這一
天得花多少錢啊？我去了Spa world之
後才明白，其實韓式三溫暖是按天收
費，只要買張票就可以在裏面玩一整
天，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隨便玩（當然
吃飯喝酒要另外收費）。Spa World
簡直就是一個夢中樂園，沒進去之前
，你都想象不到這麽豪華這麽舒適，
這麽多項目，竟然只要29美元就可以
在裏面流連玩耍一整天，這是一座皇
宮！Spa World除了有標準配備的蒸汽
桑拿浴和熱水池之外，還有各種各樣
的幹蒸房，我最喜歡的是Fire Dome
火焰山，也是俗稱的俄羅斯浴，我前
三次去Spa World都沒敢去嘗試火焰
山，這是一間圓頂屋子，還沒走近就
感覺陣陣熱浪鋪面而來，打開門探頭
一看，裏面黑乎乎的，中間一個通紅
的火爐子燒得旺旺的，看著就怪嚇人

的，我沒敢進去。第四次去的時候，
看到幾個美國人滿頭大汗地從 Fire
Dome火焰山鉆出來，連呼過癮。他
們說，沒進去時覺得害怕，進去以後
才知道，這個火焰洞是最好的！我聽
了以後心裏癢癢的，猶豫半天之後終
於鼓起勇氣，和朋友一起鉆進了火焰
山，裏面幽暗幽暗的，只有中間的火
爐子紅彤彤亮堂堂的，整個屋子是圓
形，屋頂又高又深像個煙囪，圍著火
爐的地上鋪了厚厚一圈麻袋片，地上
已經躺了幾個人，正發出啊啊這樣快
意的呻吟，我們趕緊也在麻袋片上坐
了下來，一分鐘以後，臉上開始冒出
豆大的汗珠，接著全身汗如雨下，我
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股烤新
鮮松木的清香鉆進了我的肺裏，我一
邊擦汗一邊貪婪地呼吸著森林的氣息
，感覺通體舒暢，好像血液被清潔了
一遍，一瞬間，有金庸筆下被打通任

督二脈的的感覺，妙不可言！那一天
，我進了火焰山三次，減了3磅體重！
背痛脖子痛通通好了，真是神奇！可
惜為了健康，每次不能超過15分鐘，
否則我真恨不得躺在裏面睡上一覺！

以後我會陸續給大家介紹我第二
喜歡的鹽蒸房和豆豆房以及微波房，
您最好自己親自去體驗一下，包您去
了一次絕對會去第二次！

Spa World位於Katy Mills Mall附
近，是一棟獨棟建築，停車方便。走
進大門，在前臺交過錢之後，換上拖
鞋進到男女分浴區，穿上浴袍、搭上
大毛巾就開始體驗啦……走進大廳裏
，只覺得突然一下豁然開朗，好像進
到城堡裏一樣，高聳的屋頂、現代而
溫暖的色調、豪華而上檔次的石材和
裝修，再打眼仔細一看，裏面別有洞
天，各式各樣的三溫暖房間鱗次櫛比
地排列著，有人穿著浴袍頭紮毛巾愜
意地紮堆一邊汗蒸一邊聊天，也有人
單獨待在汗蒸房裏汗流如註、獨自享
受孤獨……Spa World的三溫暖有巖鹽
浴、火焰山、豆豆房、冰蒸房、玉石
房、紫外線房、森林房等不同的房間
，這些房間的溫度和類型都不同，別
忘了，最好帶片面膜去敷敷敷……特
別還要推薦Spa World的韓國海鮮辣
拉面，贈送新鮮的韓國白菜泡菜和日
本大根，泡菜可以免費續盤，價錢才
12元！真的好酸爽！

只有您親自到過Spa world，您才
會知道這裏是多麽物超所值。整棟大
樓就像一座主題樂園城堡，所有的家
具都是韓式花梨木鑲銅家具，區域按
功能劃分，區與區之間的玻璃櫃中陳

列著真正的韓國古董，陳列館中身著
綢緞韓式禮服的人偶與真人比例一樣
，人偶頭上真正的古董珠寶熠熠生輝
，散發出低調的奢華氣息。整棟Spa
world面積六萬尺，花了巨資裝修，可
容納幾千人同時玩耍。一樓為三溫暖
區域，二樓是酒吧餐廳休閑區，客人
在此玩球休息看電影吃東西，還有酒
吧咖啡吧以及戶外露臺燒烤吧，可以
舉辦各種party和家庭聚會，露臺上備
有許多躺椅讓客人在這裏曬太陽做日
光浴或休憩賞景。

如果您家有小孩怎麽辦？帶著小
孩一起去Spa World啊！這裏有專為
小朋友設計的Spa world kid’s，安
裝有大型滑梯、泳池和各種幼兒玩樂
設施，並且有專人照看小孩（要另外
收費）），來Spa world玩樂的年輕夫
婦可以把幼兒委托給這裏的看護人員
，然後盡情享受溫馨的一天。

Spa World目前新張試營業，提供
25%的折扣，成人周一至周五$29.25
，兒童$15元；周末成人$36.75,兒童
$18.75。當然您也可以購買會員，那
就更劃算了，具體情況請上官網查詢
http://www.spaworldhouston.com
， 也可以去Spa world咨詢前臺。

去Spa World放松享受一番吧！
不用擔心新冠病毒，因為病毒在高溫
下不能存活！Let’s go !!

Spa World
地址：929 Westgreen Blvd, Katy,

TX77450
電話：346-978-6684

網址：www.spaworldhouston.com
營業時間：每天10am-10pm

只要您去過一次韓式三溫暖只要您去過一次韓式三溫暖 SPA WorldSPA World
一定會再去一定會再去！！

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HPDHPD全市全市PIPPIP月會月會
本月主題本月主題：： 「「仇恨犯罪仇恨犯罪」」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西南管理區執行董事李成純如西南管理區執行董事李成純如
（（Alice Lee )Alice Lee )致詞及介紹致詞及介紹YellowYellow

WhistleWhistle黃哨運動黃哨運動。。

聯邦特工致詞聯邦特工致詞。。

現場出席觀眾現場出席觀眾。。

聯邦特工致詞聯邦特工致詞。。

警官致詞警官致詞。。

亞裔代表副警長亞裔代表副警長Ban TBan T
TienTien （（左左 ））致詞致詞。。

TroyTroy 警長致詞警長致詞。。

亞裔代表副警長亞裔代表副警長Ban TBan T
TienTien （（左左 ））致詞致詞。。

警長致詞警長致詞。。

PIPPIP代表致詞代表致詞。。

KBKB警官作主題演講警官作主題演講。。警官致詞警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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